
 

 

 

 
 

天成国际 2013 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

将于 12 月 8 日举行 

******** 

重点呈献 

一件珍罕天然翡翠「福瓜」钻石挂坠为首之顶级翡翠 

各式艺术设计及多功能珠宝 

逾 10 组翡翠手镯 

逾 60 件「无底价」质臻价优精品 

 

左：天然紫罗兰翡翠「莲花极乐宝宝佛」配贝壳珠项链，王俊懿设计 

（估价：HK$ 800,000–1,200,000／US$ 105,000–155,000） 

右：天然翡翠「弥勒佛」配白玉，沙弗莱石榴石及黄色钻石挂坠，陈世英设计 

（估价：HK$ 3,600,000–4,600,000／US$ 465,000–595,000）  

 

 

预展 

 

11 月 22 至 28 日 

12 月 5 至 7 日 

拍卖 12 月 8 日 

实时发布 
 

 

香港 曾炜豪 | +852 2150 0764 | benedict.tsang@tianchengauction.com 
上海 陈玲玲 | +86 21 5153 1511 | caroline.chen@tianchengauction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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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2013 年 11 月 12 日     天成国际谨订于 12 月 8 日，假座香港中环中国银行大厦 30 楼天成

总部，举办珠宝及翡翠 2013 秋季拍卖会。一如以往，今秋荟萃各式洋溢中、西风韵的珠宝美物，以

及市场上备受热烈追捧的典藏极品；当中包括以一件珍罕天然翡翠「福瓜」钻石挂坠为首的顶级翡翠、

大师设计款式翡翠、多功能款式珠宝、鸽血红宝、喀什米尔蓝宝石、哥伦比亚绿宝石、质臻价优的钻

石等，合共逾 280 件匠心独运的珠宝首饰，总估价接近 HK$400,000,000／US$51,000,000*。 

 

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冼淑贤（Ellen Sin）表示：「2013 年秋拍，我们兼顾了不同层面的市场，诚意为各

类藏家带来最顶级的珠宝及翡翠首饰。高端翡翠近年来成为中、西市场上热烈追捧的目标，成交价屡

创新高，就以天成国际为例，2012 年秋拍的一条天然翡翠珠链以破单件翡翠珠宝世界纪录

HK$106,000,000 成交；其后，本年春拍又以 HK$53,690,000 高价拍出一对天然翡翠手镯。看准这个持续

活跃的市场及殷切的需求，天成国际今秋再接再厉，搜罗了各种色佳种好的顶级翡翠，及融艺于饰的

大师设计珍品，当中尤以陈世英及王俊懿两位翡翠雕刻大师的佛像巨作最为瞩目。此外，承上季的热

烈反应，今秋将再度呈献逾 10 组、共 20 单只翡翠手镯，从无底价到顶级珍品，以饕各类翡翠爱好者

的收藏喜好。 

 

「西方珠宝方面亦亮眼非常，有来自优良产地的各式宝石及钻石惊艳登场，当中有缅甸及莫桑比克鸽

血红宝、喀什米尔及缅甸蓝宝、以及哥伦比亚祖母绿等珍品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是次秋拍将推出共

超过 60 件『无底价』珠宝拍品，估价相宜的同时，我们坚守对质量一贯的严格把关，确保为大家带来

每件质量优良、性价比高的珍品，各方独具慧眼的藏家万勿错过！」 

华美翡翠 
 

顶级翡翠  

作为天成国际拍卖的一大亮点，本季隆重呈献一件珍罕天然翡翠「福瓜」

挂坠（估价：HK$ 25,000,000–35,000,000／US$ 3,250,000–4,550,000）。此

福瓜造型丰盈饱满，寓意多福多子，福气四溢，且如意吉祥。翡翠虽然如

斯厚重，却晶莹通透、色泽浓艳欲滴，流露雍容华贵的气派，是翡翠藏家

梦寐以求的顶级藏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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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艺于饰──艺术设计翡翠 

艺术设计款翡翠在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拍卖的表现一直亮眼，印证独具创意

的款式在市场上渐成热点。2013 秋季，天成国际搜集了多款艺术设计珠宝，

在此基础之上，更隆重推出南、北翡翠设计大师之重量级作品，包括华人之

光陈世英先生设计的一件天然翡翠「弥勒佛」配白玉，沙弗莱石榴石及黄色

钻石挂坠（估价：HK$ 3,600,000–4,600,000／US$ 465,000–595,000）。陈世英

的这件作品延续了其「以形写神」的创作风格，大胆创新，以一流工艺将形

体和神韵完美结合，展现「笑佛因缘」的画面。翡翠与白玉浑然为一，笑佛

周边簇拥着黄钻，其璀璨金光与玉的温润激发强烈对比，营造「佛光普照」

之圣貌。软润细滑的白玉背后，显现皮壳的纹理，令作品彷如破石而出般，更添灵性。再以陈世英精心

设计的一条白玉、翡翠配黄钻项链作配搭，此作堪称是翡翠艺术的完美呈现。 

 

 

同样精彩的有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王俊懿的最近力作──天然紫罗兰翡翠「莲花极

乐宝宝佛」配贝壳珠项链（估价：HK$ 800,000–1,200,000／US$ 105,000–155,000）。

宝宝佛意为阿弥陀佛，背面为莲花瓣，因而得名。王俊懿从传统佛学的角度出发，

严格遵准《佛说造像度量经》的比例创作，令此作品的法相细致微妙，圆满庄严，

有情众生更能体会佛的金刚本身，殊为翡翠雕刻艺术之创举。这两件旷世巨作均

有大师的亲自签名，珍罕绝伦。这次把两件巧夺天工、风格回异的作品共同呈现，

旨在碰撞出新的火花，也满足不同翡翠爱好者的收藏需求。 

 

 

顶级玻璃种翡翠 

上季无色玻璃种的翡翠拍品反应热烈，是以今次亦再接再厉，推出

一件天然玻璃种翡翠「望子成龙」摆件／挂坠 （估价：HK$ 3,500,000 

–4,200,000／US$ 452,000–545,000）。此件玻璃种翡翠水润饱满，

灵气满溢；加之紫罗兰及绿色飘花，整件作品流畅细腻。鼠为中国

古代历法中，天干地支的「子」的代表生肖，而这件作品中可见龙

首凝视着身前的小鼠，带有「望子成龙」之隐喻，巧思十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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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功能款式翡翠 

此条由意大利设计师 Alessio Boschi 所设计的天然紫罗兰翡翠配各色宝石

「郁金香」珠链（估价：HK$ 2,600,000–3,600,000／US$ 330,000–465,000），

紫罗兰珠串颜色素雅，种水极好，配以象征高贵及永恒的郁金香设计，匠

心独运，独一无二。此外，项链也加入了一物多用的设计理念：紫色郁金

香可以拆下作为胸针佩戴；珠链部分亦一分为二成为手链及项链，灵巧地

迎合收藏及日常佩戴的双重需要。 

 

翡翠手镯 

翡翠手镯是古代女性最重要的腕饰，圆环形翡翠手镯更象征天人合一，寓意人生圆满，一团和气，能给

佩戴者带来福气。今季天成国际为珠宝爱好者带来一场翡翠手镯的饕餮盛宴，呈现超过 10 组（20 单只）

翡翠手镯：从千万级颜色浓艳而质地晶莹通透的顶级拍品，至数对百万级种水极佳的收藏精选，再到细

腻圆润、让人眼前一亮的十万级珍宝，更涵盖令人垂涎的无底价翡翠对镯。这些种色、款式、尺寸各异

的翡翠珍宝涵盖绿色、红色、春带彩及无色，精彩纷陈，不容错过。 

 

这组来自缅甸同一块老坑翡翠原石加工打磨而成的顶级天

然 老 坑 玻 璃 种 翡 翠 手 镯 及 珠 链 （ 估 价 ：

HK$ 18,000,000–26,000,000／US$ 2,350,000–3,350,000），种

老色正而浓艳，晶莹通透。同料翡翠珠链及手镯对原料要求

极高──除原料体量之外，更讲究质量均一。这组顶级翡翠

珍宝的难得之处在于其色泽种质统一，翡翠珠颗颗清透饱

满，再加之圆条形翡翠手镯，更见矜贵，有极高的收藏价值。  

瑰丽宝石及钻石 
鸽血红宝 

云云红宝石之中，缅甸抹谷出产的「鸽血红」（Pigeon’s Blood）极为稀有。

但近年缅甸矿坑产量及质量骤降，其出产的优质红宝已愈见罕有。现时市场

上的缅甸红宝石普遍曾受高温处理，极少是天然无经处理，而六克拉以上更

可遇不可求，是以此枚 10.16 克拉椭圆形天然缅甸（抹谷）无经处理「鸽血红」

红宝石钻石戒指（估价：HK$ 9,000,000–12,000,000／US$ 1,170,000–1,550,000）

可算是红宝石中的典范。来自享负盛名的缅甸抹谷，此火红瑰宝拥有誉为顶

级的「鸽血红」色泽，浓艳饱和，在白钻衬托下其艳丽火光更显贵气灿然。 



 

 
5 

 

 

除缅甸外，东非莫桑比克出产的未经处理「鸽血红」红宝石亦是让人惊叹的

新贵，莫桑比克红宝石鲜带肉眼可见的杂质，故极有市场潜力。此枚 20.09 克

拉枕形天然莫桑比克无经处理「鸽血红」红宝石钻石戒指（估价：

HK$ 13,500,000–16,000,000／US$ 1,750,000–1,950,000）上的莫桑比克红宝石

则重达 20.09 克拉的惊人份量，气派非凡。再以 3.18 和 3.11 克拉、具备 VVS1

净度、通透明亮的白钻互相辉映，其「鸽血红」的浓浓红调更显绝代华美，

散发着摄人心神的气质。是次秋拍带来共 8 组缅甸及莫桑比克红宝石拍品耀

目登场。 

 

喀什米尔蓝宝石 

追求风格别树一帜的珠宝藏家定必为一枚 5.40 克拉椭圆形天然喀什

米尔无经处理变色蓝宝石钻石戒指（估价：HK$1,000,000–1,500,000

／US$ 130,000–190,000）为之心动。喀什米尔蓝宝石被誉为蓝宝石中

的极品，而此颗宝石体积硕大，重达 5.40 克拉，且未经人工加热处

理，散发幽幽深邃的天然蓝调，迷人雅致，加上其变色现象份外显眼，

在日光下为蓝色，而在白炽灯下则幻化成绚丽浓艳的紫色，难能可贵，

为珠宝藏家必争之物。  

 

 

哥伦比亚祖母绿 

此外，一枚 17.87 克拉长方形天然哥伦比亚（Muzo）无经处理祖母绿钻石戒

指（估价： HK$ 6,000,000 — 7,200,000／US$ 780,000 –925,000）亦为今季

另一惊艳焦点。宝石硕大而未经任何净度处理，色彩鲜活自然，绽放纯净

瑰美的摄人绿光。再以白钻于两旁点缀生辉，落落大方，更显瑰丽典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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炫丽钻石 

天成国际是次呈献的彩钻首饰亦选择繁多，从项链、戒

指到耳环，钻石大小各异，不胜枚举。当中数件更达到

内部无瑕（Internally Flawless）之顶级净度；颜色涵盖鲜、

鲜彩到浓彩，绽放各种天然色彩。此对 8.06 及 8.00 克拉

天然浓彩黄色 VVS2 及 VS1 钻石配钻石耳环（估价：

HK$ 3,700,000–4,500,000／US$ 480,000–580,000）拥有

VVS2 及 VS1 的净度，可作多功能性配带为耳环、挂坠

及戒指，适合于不同场合展现各式美态，一物多用，殊为难得。 

 

一对 3.30 克拉圆形天然浓彩黄色内部无瑕钻石配 3.18 克拉 G 色内部无

瑕钻石耳环（估价： HK$ 2,200,000–2,800,000／US$ 285,000 – 360,000）

设计高雅时尚，共由 6 颗圆钻打造而成，白钻及黄钻分别共重 5.96 及

5.71 克拉，而两颗主石均达内部无瑕之净度，份外清澈澄明，难能可贵；

当中重达 3.30 克拉的黄钻更绽放浓彩（Fancy Intense）程度的璀璨金光，

令整件瑰宝看来有如艳阳生辉，夺目无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白钻方面，以一枚 10.66 克拉 D 色内部无瑕 Type IIa Triple Excellent（极优切割，打磨及比例）钻石 （左

一 估价：HK$ 16,000,000 - 19,000,000／US$ 2,100,000 - 2,500,000）最为尊贵极致。此外，天成国际亦提供

多种性价比高的选择，包括 3.39 克拉长方形 G 色 VVS1 净度钻石配 1.53 克拉 G 色 VVS1 净度及 1.55 克拉

F 色 VS2 净度戒指（左二 估价： HK$550,000–650,000／US$71,000-84,000）、 5.01 克拉圆形 F 色 VS2 净

度钻石（右二 估价： HK$1,150,000–1,500,000／US$150,000-190,000）及 3.01 克拉圆形 F 色 VS1 净度钻石

（右一 估价： HK$520,000–700,000／US$68,000-91,00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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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雅珍珠 

天然珍珠稀如凤毛麟角，只有万份之一的牡蛎能制造珍珠，而当中更

鲜有达到宝石等级，如是一直以来被视为财富及权力的象征，在古代

只有皇室人员才可配带，矜贵无比。是次为藏家呈献的天然珍珠首饰

包罗万有，有胸针、戒指、项链及手镯等，以饕珍珠爱好者的多样品

味。此条白色天然无经处理珍珠钻石项链（估价：HK$ 450,000–650,000

／US$ 59,000–84,000）由 726 颗的天然珍珠串连而成，天然珍珠浑圆

光洁，排列大小有致，中心由较大的珍珠点缀，再配衬一枚雕花的方

型链扣衬托，散发含蓄矜贵、历久弥新的雅调。 

 

 

 

另外，趣味盎然的珍珠设计有一枚珍罕天然珍珠配彩色宝石钻石「树蛙」胸

针（估价：HK$ 220,000–300,000／US$ 28,500–38,500）。此胸针由众多祖母

绿铺陈成小青蛙油油绿调的身躯，再以红宝石点睛，整体形象鲜活生动；芦

苇草中又见白钻的露珠点点，小青蛙则手抱一枚天然海螺珠远眺、雀跃欲跳。

此作充满动感，栩栩如生，是难得一见的创意设计。  

 

 

 

 

 

此件由 Buzzanca 设计的南洋珍珠及各色宝石钻石「象神佛」

摆件（估价：HK$ 270,000–350,000／US$ 35,000–46,000）

取材自印度象神。象神象征排除万难之智慧，其圣身以 6

颗介乎 21.4 至 12 毫米的南洋珍珠打造而成，从容侧卧，配

上其侍从小鼠，威武之势活龙活现，是为难得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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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

高清图片、图标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： 

ftp://ftp.tianchengauction.com/PR%20General/Autumn%202013/JWL 

用户名：TCPR1    密码：tianchengpr 

无底价精品 

天成国际本季为藏家带来逾 60 件「无底价」珠宝拍品。从精致无色冰种、绿色及红色翡翠至各色瑰丽宝

石、钻石，甚至精致翡翠中国象棋及棋盘摆件，我们都致力以最相宜的价格，呈献最优质的珠宝美物。 

  
 

1.50 克拉圆形啡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

估价：HK$ 25,000–36,000 

／US$ 3,300–4,600 

天然翡翠「如意」钻石挂坠 

估价：HK$ 120,000–180,000 

／US$ 15,500–23,500 

钻石耳环 

估价：HK$ 25,000–35,000 

／US$ 3,300–4,500 

 

 
 

天然冰种翡翠及翡翠钻石「弥勒佛」一对 

估价：HK$ 100,000–150,000 

／US$ 13,000–19,500 

天然翡翠「如意」配冰种翡翠及各色

宝石挂坠 

估价：HK$ 80,000–120,000 

／US$ 10,500–15,500 

1.85 克拉枕形天然无经处理蓝宝石钻石

戒指 

估价：HK$ 30,000–45,000 

／US$ 3,900–5,900 

 
 

天然三色翡翠蛋面钻石挂坠项链及戒指 

估价：HK$ 80,000–120,000 

／US$ 10,500–15,500 

 

 
天然冰种翡翠蛋面配红翡翠蛋面钻石戒指及手链 

估价：HK$ 40,000–60,000 

／US$ 5,200–7,800 
 

ftp://ftp.tianchengauction.com/PR General/Autumn 201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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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垂注 

天成国际 2013 秋季拍卖时间表 

项目 拍卖日期 拍卖时间 预展日期 预展时间 地点 

中国书画 11 月 25 日（星期一) 下午 3 时 11 月 22 至 24 日 
上午 10 时 

至 

下午 6 时 

天成国际拍卖公司总部 

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 

现代及当代艺术 11 月 25 日（星期一) 下午 4 时 11 月 22 至 24 日 

珠宝及翡翠 12 月 8 日（星期日) 下午 3 时 
11 月 22 至 28 日 

12 月 5 至 7 日 

 
有关天成国际 
天成国际于 2011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，由资深拍卖业团队组成，凭借专业及创新精神，致力为亚洲拍卖业开拓新方向。天

成的专家团队熟悉亚洲文化，了解国内、外收藏家的品味，本着以客为本的理念，透过与客户紧密的联系，为客人提供专业

贴心的服务。天成总部设于香港，并在上海设当地办事处。 

 
有关天成国际 2013 年春季拍卖信息 

网页：www.tianchengauction.com ：www.facebook.com/tianchenginternational ：weibo.com/tianchengintl 

http://www.tianchengauction.com/
http://www.facebook.com/tianchenginternational
http://www.facebook.com/tianchenginternational
file://172.16.20.10/Share/Departmental/Marketing/PR/Press%20Releases/Sales/2013_Autumn/General%20press%20release/weibo.com/tianchengintl

